
 
1 

 

 
 

 

       100-1第 12週紀律競賽                 100-1第 12週整潔競賽                   

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 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
高一 博、平  智、捷  高一 勤 敬 平 

高二 義 廉 敬  高二 博 公 愛 

高三 智、慧、廉    高三 慧 誠 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一)、 『實驗研究組』：  

高二預修大學第二外語專班本週六(11/26)正常上課，下週六(12/3)校慶停課一次。 

 

 

 

 

(一)、 『活動組報告』： 

1. 校慶活動預演—11/30（三）07:30-08:10 重點預演，全校參加；11/30（三）12:15-40 創意進

場預演，高二參加；12/01（四）16:20-17:10 全程預演，高一二參加。 

2. 校慶各班班旗評分—12/2（五）12:40 前懸掛於指定地點，評分開始；17:10-30 收妥，以免

淋濕或遭風吹毀。 
3. 園遊會點券—班聯會 11/29（二）, 11/30（三）中午 12:20-13:10 於科學館一樓多媒體教室發

放訂購之點券及收款，各班班代請準時前往繳款領券。 

(二)、 『生輔組報告』： 

1. 校慶開幕高ㄧ高二各班可留 2 人看管園遊會攤位物品外，一律參加典禮。雨天備案為高二

全體參加，高一每班 15 人參加，請高ㄧ各班先行規劃參加人員。 
2. 校慶當日教學大樓各班教室管制不開放參觀，提醒同學轉知來校親友；校慶活動當天因進

出人士眾多，提醒同學帶夠用現金即可，手機錢包相機等物品務必隨身攜帶保管好，以免

遺失或遭竊。 
3. 12/3(六)校慶當日已協調上學學生專車正常行駛，但一般公車因假日班次較少，提醒同學掌

握上學路程時間，(當日仍須於 7:45 前到校，遲到照常登記)當天副班長於操場集合時點名，

放學繳交點名卡(當日未到者，登記 7 節缺課)，未到者應依實請假。 

4. 12/3(六)進校門服裝:以班級為單位統一穿著校服或運動服或班服。 

(三)、 『衛生組報告』： 

1. 請同學發回公德心，勿將垃圾放置在長安東路人行道垃圾桶旁，此舉有礙觀瞻並損害校譽。 
2. 季節交替以及各項校慶比賽如火如荼進行，請所有同學注意保暖，比賽前務必確實熱身。 

3. 段考後大掃除請大家確實至內外掃區進行打掃，維護校園環境。 

(四)、 『體育組報告』： 

1. 感謝同仁的支持、參與，各項體育活動得以順利進行。 
2. 因下雨校慶運動會部分賽程順延： 
（1） 高一二三 3000 公尺接力複賽：11/28（一） 12：20 
（2） 高一二三 100、200、800 公尺決賽：11/29（二）12：20 
（3） 高一二三 3000 公尺接力決賽：11/30（三）12：20 
3. 12/3 校慶當天大會舞：由高一全體同學表演、雨天由 1 仁 24 位同學擔任於禮堂表演。 
4. 校慶當天師生 3000 公尺接力賽(教師組請找立維會長報名、行政同仁請找主任教官報名)、
教職員工家長趣味競賽(12 人組成一隊請至體育組報名)目前報名中期待同仁參加。 

(十三) 日期：100.11.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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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務處 

學務處 

春暉專案暨防治幫派滲入校園宣導月 

(一).11/28(一)朝會於操場進行校慶大會操預演 

(二).11/28上午馬來西亞新山寬柔中學來訪 

(三).11/28下午 2:30本校女籃隊於活動中心 4F迎戰泰北高中、

11/30下午 2:30迎戰滬江高中，歡迎同學前往加油 

(四).11/28~12/2校慶書展 

(五).11/28~12/5新加坡國大附中來訪 

(六).11/30高二朝會於操場進行創意進場預演 

(七).11/30中午全校大隊接力決賽 

(八).12/1 高二國語文競賽(動態)、綜合(校慶預演) 

(九).12/3 校慶、園遊會、運動會、舊愛新歡跳蚤市場 

行事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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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、 高三同學請注意：101 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甄選入學招生說明會 

1. 時間：12 月 9 日(五)12:20-13:10 

2. 地點：科學館一樓多媒體教室 

3. 參加人員：高三同學自由參加 

(二)、 樂旗隊即將於 12/3 參加校慶表演，故擬於增加室外練習時間：11/30（三）18:15-20:30、

12/1（四）18:15-20:30，12/2（五）18:15-20:30，若影響同學自習，敬請見諒。 

(三)、 請各班參加「交通安全」、「春暉專案」暨「防治幫派滲入校園」宣教活動競賽同學務

必 11 月 30 日（星期三）放學前將作品交至教官室。 

(四)、 臺北市 100 年度「無菸夯、健康 Youth」青少年四格漫畫設計 PK 賽即日起至 12 月 8 日

截止，請有意報名同學洽教官室或致電 1999 台北市民當家熱線(外縣市請撥

02-27208889-1812)。 

(五)、 第一屆北區高中職反毒街舞競賽暨愛心園遊會 101 年 3 月 17 日(六) 國父紀念館舉行，

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賽，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 100 年 12 月 30 日，相關參賽事宜請洽教

官室或電洽國際獅子會 300A1 區(2511-5666)。  

(六)、 2011「愛在北市」美展~雙北市感染者暨關懷愛滋藝文聯展。臺北市及新北市將於

11/25~12/16在臺北市立圖書館藝廊及新北市政府 3-5樓中庭聯合辦理 2011“愛在北市”

美展，希望邀請感染者將自己的藝術才華展現給民眾欣賞。另亦辦理一般民眾之關懷愛

滋作品徵件，將於活動過程中同步展出。 

報名簡章下載 http://www.julia-ad.com/2011love/2011love.doc 

活動網站 http://www.julia-ad.com/2011love 

(七)、 本校周邊網咖(南京東路戰略高手)及遊樂場(長安東路二段大都會遊樂場)為中山區校外

會列入青少年較易滋事地點，提醒同學不宜進入。 

 
 
 
 

(一)、 【舊愛新歡─跳蚤市場】◎徵求校慶義賣之二手物品◎ 

1. 活動目的：培養知福、惜福、造福的好習慣，提升環保意識、減少資源浪費，並鼓勵發揮

愛心，培養社會服務的精神。 

2. 活動說明：徵求九成新之 CD、書籍、馬克杯、文具、配件、裝飾品、填充娃娃等物品。輔

導室將於校慶當天舉行跳蚤市場義賣活動。義賣款項扣除成本後將捐作本校仁

愛基金，未賣出之物品將捐給慈濟資源回收中心。 
3. 截止日期：請欲捐贈義賣物品的師生，於 11/29(二)前交至輔導室。感謝大家的愛心及參與！ 

(二)、 申請香港大學與獎學金相關資訊 

有興趣想申請香港幾所大學的同學，可連結下列網址自行上網提交報名表。各大學所需申請

條件資訊及提供之獎學金皆在網頁上可查詢。請注意部分大學申請截止日為 12/15 或 12/30
前。 
1. 香港大學 http://www.hku.hk/taiwan 
2. 香港中文大學 http://www.cuhk.edu.hk/adm 
3. 香港理工大學 http://www.polyu.edu.tw/study 
4. 香港城市大學 http://www.cityu.edu.hk/sds/sch/index.htm 
5. 香港科技大學 http://www.msp.nst.hk/taiwan 

(三)、 藝術設計科系作品集講座 

1. 對象：想考藝術設計相關科系，甄試需要製作作品集的高三同學。 
2. 時間：100 年 12 月 2 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：30-13：10。 
3. 地點：電腦教室 2（莊敬大樓二樓） 

(四)、 101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說明會 

(五)、  楓聆徵稿 

1. 主題：青春校園記事簿(第 19 期) 
2. 截稿日期：100 年 12 月 2 日(五) 
3. 稿費從優，同學們快快來投稿喔！(詳細內容請見各班徵稿傳單) 
 

 

              ～我是不間斷的努力，跟自己戰鬥！～ 

              日本建築師 安藤忠雄 

場次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

甄選入學導師說明會 高三導師 12/8（四） 中午 12：20-13：10 第二會議室（校史室） 

甄選入學學生說明會 高三學生 12/9（五） 上午 11：20-12：10 禮堂 

甄選入學家長說明會 高三家長 12/10（六） 上午 9：00-11：00 禮堂 

教官室 

輔導室 

http://www.julia-ad.com/2011love/2011love.doc
http://www.julia-ad.com/2011lov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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